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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王淑卿（2005）三年級數學領域能力指標為基礎之題

庫，匯集測驗理論、曝光率控制與電腦網際網路等相關技術，建置一套三年級數

學科能力指標為基礎的電腦適性測驗評量系統。 
在研究方法上，結合試題反應理論和a-鄰近選題法之電腦適性測驗評量模

式，在適性測驗系統施測時，即進行試題曝光率的控制以及受試者能力值的精確

估計，並將所有學生的答題歷程記錄彙整成為曝光率控制的數據。 
研究結果發現： 

一、 以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的電腦適性測驗評量系統，可以快速且正確將學生作

答情形分析，達成受試者能力值的估計。 
二、 透過以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評量模式，可以有效達成曝光率

控制的目的。 
三、 以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評量模式，可以有效節省時間和試

題。 
 

關鍵字︰電腦適性測驗、試題反應理論、選題策略、曝光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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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can be used to test the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apabilities, which not only shorten the testing time but als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The successful elements of CAT are defined by the 
accuracy of traits estim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testing items exposure rate. To date, 
the study in the controlling item exposure rate is conducted by the computerized 
simulation system, which was not an actual system available for tester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evelop an onlin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for testing the primary school – the third grade on their mathematics 
competence. The system is building upon the testing item bank of “Mathematics 
Competence Indicators for primary school third grade”, Shu-Ching Wang (2005) , and 
incorporating the techniques of testing theory, the controlling of testing item exposure 
rate and the Internet network. 

Regard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which is incorporated with the Item Response Theory and a-Nearest-Neighbor 
Strategy, proceeds with controlling the testing item exposure rate and can accurately 
estimate testers competences. Furthermore, the records of response procedures of all 
students are collected as the data for controlling exposure 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building upon Test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can be used to analyz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nd responding 
capabilities in an instant and accurate manner. 

2.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building upon a-Nearest-Neighbor 
Strategy for testing item selection, can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approach to control 
item exposure rate. 

3.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building upon a-Nearest-Neighbor 
Strategy for testing item selection,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esting time and 
decrease the quantity of testing items. 

 
Keywords: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Selection 
          criterion, Item exposur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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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今的國小教育體制仍以班級教學為主，教師若要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果不外

乎使用傳統的紙筆測驗，然而傳統測驗所得的分數為測驗總分，應用於學習困難

的診斷，無法了解各受試者個別試題的反應分數（古松民，2001），也就是說無

法了解並解釋受試者單一能力指標學習成果之達成程度，更遑論九年一貫課程中

國小三年級數學領域能力指標有二十八個之多，由此可以得知解國小教師在進行

班級教學與補救教學時所面臨的困境。若我們能建置一套電腦適性測驗系統，提

供教師了解學生學習狀況，那麼教師就能針對學生的能力了解其學習的情形並適

時給予實施補救教學。 
電腦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CAT）利用電腦結合試題反應

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IRT），視受試者的答題情況，從題庫中挑選出最能

評量出受試者能力的試題來進行測驗，故每當作答完一題，系統便估計受試者能

力，並以此為依據挑選下一題試題進行施測，直到能精確估計受試者的能力或是

到達測驗的題數。其優點在於能提供一個較佳的評量方式，及時瞭解受試者的能

力水準並蒐集受試者答題的狀況。 
CAT 在實務上的一個重要優點是受試者可以自選其適當時間來應考，沒有

傳統紙筆測驗有統一時間應考的約束，此優點雖給教學者和學習者都帶來很大的

方便，但也對試題的保密性造成莫大的威脅。一旦試題的保密性沒有得到妥善控

管，受試者能輕易地從先前的受試者中獲得大量的試題訊息，那麼就失去測驗的

意義了，故試題曝光控制變成為一個不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因此，能力估計精確度及試題曝光率是「電腦適性測驗」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前者固為測驗目的之一，後者因題庫建置需耗費大量的人力與財力成本，以

致戮力於系統中求得均勻曝光率逐漸更為重要（黃建智、程爾觀、劉長萱，2004）。 
到目前為止，電腦適性測驗在這方面的研究，大都是以電腦模擬的方式來探

討，雖然此研究方式有許多優點，但其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卻常有很大的爭議，畢

竟使用一套系統在建置於真實學生施測所得的結果更為重要。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便是探討如何在電腦適性測驗系統中藉著

試題曝光率控制，但仍能兼顧能力估計精確度，並以此推論出的結果來評估電腦

測驗系統的效率及準確性。本研究主要探討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化適性

測驗系統，是否適合實際運作於真實受試者的線上測驗。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建置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化測驗評量系統，以提供線上施測

與學生線上受測。 
二、 實際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並評估是否達到試題曝光控制及保護題庫的目

的。 
三、 比較適性測驗估計能力值、固定測驗長度能力值在曝光率控制下的變化。 
四、 記錄學生評量歷程，提供師生了解該生學習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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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電腦適性測驗 
電腦適性測驗的基本要素（余民寧，1992）有六項：試題反應模式、題庫的

準備、測驗的起點、試題選擇方法、能力估計、終止標準，茲分述如下： 
（一）試題反應理論 

電腦適性測驗主要以試題反應理論為理論基礎，又稱潛在特質理論（latent 
trait theory），利用數學函式來表示可觀察到受試者之測驗行為及不可觀察到潛在

特質之間的關係，以可觀察的行為反應預測受試者的潛在特質（Hambleton & 
Swaminathan, 1985）。 
1. 試題反應的模式 

以適用於二元化計分（binary or dichotomous scoring）的性向或成就測驗資

料為主。試題反應理論以試題特徵函數表達受試者能力與測驗反應之間的關係，

因函數中所採用的參數不同，可區分成單參數、雙參數以及三參數等三種模式，

其試題特徵函數公式如表1所列。每一種模式依據其採用參數個數來命名，而且

都僅適用於二元計分的反應資料，也就是受試者做出正確反應時計分為1，若為

錯誤反應時則計分為0。（余民寧，1992；何榮桂，1991；古松民，2001） 
 
 表1 試題特徵函數公式一覽表 資料來源：余民寧（1992） 

不同參數 試題特徵函數公式 

單參數 )(exp1
1)1(

is bDsiuP −−+
== θθ          （1） 

雙參數 )(exp1
1)1(

isi bDasiuP −−+
== θθ         （2） 

三參數 )(exp1
1)1(

isi bDa
i

isi
ccuP −−+

−
+== θθ     （3） 

以下就三參數模式（three-parameters logistic model，3PLM）來做說明，若

以 iu 代表考生在第 i 題的作答反應，若考生答對第 i 題則 1=iu ，答錯則 0=iu ， 
1.702D = ，為一常數。 
Exp：自然對數， 2.71828exp = 。 
s：為受試者編號； M..,1,2,3,....s = ，M為該測驗受試者總人數。 

sθ ：第s受試者的能力值。 
I：試題編號， n..,1,2,3,....I = ，n是該測驗試題總數。 

ia ：第 i題的鑑別參數，它的值愈大表示試題對受試者之鑑別力愈強；反之，

則鑑別力愈弱。a 參數反映試題特徵曲線之斜率，其理論值範圍介於 ∞- 與 ∞+ 之

間，在實際應用上常限定為0至 3+ 。 
ib ：第 i題的難度參數，它反映試題特徵曲線位於能力量尺上之位置，因假

定受試者在能力量尺之能力值範圍為 ∞- 至 ∞+ ，所以b參數之理論值範圍亦然。

不過，在實際應用上常限定受試能力值介於 3- 至 3+ 之間。 
ic ：第 i 題的猜測參數，代表猜對之機率，它的值愈大表示不論受試能力為

高或低，皆容易猜對；值愈小，則不易被猜對。c參數可反映試題特徵曲線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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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漸近線（lower asymptote），其理論值範圍介於0與1之間，在實際應用上過高

之c參數常不被接受。 
P ( iu =1│ sθ )：能力 sθ 答對第 i 題的機率函數，是一種S型曲線，其值介於0

與1之間。 
2. 試題訊息函數 

)()(
)]([)(

'

θθ
θθ

ii

i
i QP

PI
2

=   ni ..,1,2,3,....=                 （4） 

)(θiI ：代表試題 i在能力為θ上所提供的訊息。 
)(' θiP ：在θ點上的 )(θiP 值的倒數。 
)(θiP 為能力θ在試題 i上的試題反應函數， )(1)( θθ ii PQ −= 。 

余民寧（1992）論及試題反應理論提出一個能夠用來描述試題或測驗、挑選

測驗試題，以及比較測驗的相對效能的實用方法，該方法即需要使用試題訊息函

數（item information function），作為建立、分析與診斷測驗的主要參考依據。 
3. 估計標準誤 

)(
1)ˆ(
θ

θ
I

SE =                        （5） 

)ˆ(θSE （估計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estimation），當 )(θI 值達到最大時，

)ˆ(θSE 值便達到最小，也就是說θ值的最大近似值估計誤差最小，亦即此時的θ最

大近似值估計最精確。 
（二）題庫的準備 

電腦適性測驗的題庫中，每道試題都必須要含有試題反應模式的參數，無論

使用何種試題反應模式或選題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試題難度分布均勻，試

題鑑別度達到一定標準，試題猜測度要低的優質題庫。題庫是受試者作答的來

源，如果電腦適性測驗採固定長度約為傳統測驗的一半時，其選題題庫大小最好

為傳統紙筆測驗的6至8倍長（Stocking, 1994），當選題題庫長度為3倍長時，精確

度與作答效率才有顯著的差異（Hung, 1988）。 
（三）測驗的起點 

適性測驗既然是要測出受試者的能力，在測驗一開始由於還不知道受試者的

能力，一般都會假設能力的初始值為0，常用的方法有下面三種： 
1. 從難度適中的試題中隨機抽取一道試題。 
2. 完全隨機抽取一道試題。 
3. 先調查學生背景，如教育程度、年齡…等，再決定出哪一類試題。 

只要測驗題數不少於25題，不管受試者的能力為何，其能力值估計都會接近

真實的能力值（Lord, 1977）。 
（四）能力估計 

常用的能力估計法有兩種，一種是最大概似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s，MLE），另一種是貝氏估計法。 

假設受試者已測驗n個題目，則最大概似值估計法的公式如下： 

),....,,( 21 nuuuL │θ =∏
=

n

i

u
i

u
i

ii QP
1

                  （6） 

),....,,( 21 nuuuL ：概似值函數。 
n：總題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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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代表考生在第 i題的作答反應。 
iu

iP ：受試者在題目 i的答對機率。 
iu

iQ ：受試者在題目 i的答錯機率。 
本研究採用最大概似值估計法，其中 iu 代表考生在第 i題的作答反應，若考

生答對第 i題則 iu =1，答錯則 iu =0； iP = )(θiP = P ( iu =1│θ )為受試者在題目 i的答

對機率， iQ = )(θiQ =1- iP 為受試者在題目 i 的答錯機率，而最大概似值估計法是

將不同能力值θ 代入函數中，而此概似能力值定義為受試者的能力值θ 之最大概

似估計值記作θ̂ = Max (∏
=

n

i

u
i

u
i

ii QP
1

)。 

最大概似值估計法主要是利用概似函數來進行能力估計，其估計效能很好，

但是發生下列三種情形時，會產生能力值無法收歛而造成無法估計的狀況： 
1. 無法估計受試者全對或是全錯的答題組型。 
2. 受試者的反應組型異於常理時，例如，難度低的問題答錯但難度高的問題卻

答對。 
3. 在最初施測的幾題中，能力估計值也會出現不穩定的情形。 

雖然貝氏估計法可以克服這些困難，但是當事前分配的假設不當時，會產生

偏差的能力估計值（Wang & Vispoel, 1998）。 
（五）試題選擇方法 
1. 單點式最大訊息法（Birnbaum, 1968；Lord, 1980） 

挑選能對受試者能力估計提供最大訊息量的試題，為了避免同樣的試題一再

地被重覆選用，當估計受試者能力值為θ̂時，代入題庫中試題計算訊息函數，選

擇訊息函數值 )ˆ(θiI 最大試題為受試者下一題測驗的題目，其公式如下： 

)ˆ(.)ˆ(
)]ˆ([)ˆ(
ii

2'
i

i θθ
θθ
QP

PI =   ni ..,1,2,3,....=              （7） 

)ˆ(θiI ：表示題目 i在能力值θ 上所提供的訊息。 

)ˆ('i θP ：表示能力值θ 在題目 i反應的倒數，即曲線的斜率。 

)ˆ(i θP ：表示能力值
∧

θ 之受試者答對第 i題的機率。 

)ˆ(i θQ ：表示能力值
∧

θ 之受試者答錯第 i題的機率。 
若試題估計是使用三參數模式，則試題訊息函數定義如下（Birnbaum, 1968；

Lord, 1980）： 

2
2

})]b-ˆ(exp[-1)]}{-ˆ(exp[{
)-(1)ˆ(

iiiii

ii
i dabdac

cadI
θθ

θ
++

=            （8） 

2. 利用貝氏試題選擇法 
將受試者能力分配看成是某種事先分配，計算受試者答對或答錯未用到的試

題之事後變異數，再挑選能夠使這種受試者能力事後分配之變異數為最小的試

題，作為施測的試題。使用貝氏的選題方法，頗受事前分配之假設的影響很大，

但是只要施測試題多，這種影響是可以被排除的。 
3. 挑選難度最接近受試者現階段能力估計之試題，此種方法在計算上比較簡

單，試題訊息函數定義如下（Weiss, 1974）： 

)(
∧

θiF =│ ib−
∧

θ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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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終止標準 
固定長度和固定精確度是兩個常用的終止標準。固定長度是不管能力估計值

或其變異數是否達到標準，只要題數一測驗完畢即終止測驗，所有受試者施測的

題數完全相同。固定精確度則是受試者的能力估計值或其變異數小到某一個預定

的標準則終止測驗，所有受試者施測題數不完全相同，但能力值估計之精確度趨

近相同。 
 

二、曝光率（Item exposure rate）控制的相關研究 
由於在電腦適性測驗的實務應用上，是針對不同能力的受試者給予不同的試

題來施測，且為了達到能力估計的精確度，會選擇適合受試者難度及鑑別度高的

試題，造成這些題目的過度使用與曝光。因此，增加洩題的機會，進而影響能力

估計的誤差與測驗的品質（謝友詩、劉湘川、郭伯臣，2006）。 
基於題庫保密性的考量，很多學者開始重視控制試題曝光率，為了達到維護

測驗題庫安全性的目的，此過程稱為曝光控制（exposure control）。試題曝光率

意指試題出現在所有受試者受測過程中的頻率，包括所有受試者看過該題的百分

比和相對人數，以及試題曝光發生的時間週期（Mills & Stocking, 1996）。 
常見的曝光率控制方法如下： 

（一）MM（McBride & Martin）法 
一種簡單的隨機法，用來可以改善試題在測驗初期的過度曝光。在測驗剛開

始時，由於尚不知受試者的能力水準，一般會將受試者的初始能力值定為

0( 0ˆ
0 =θ )，依據此能力值選取第一道試題，如果沒有曝光率控管，則每一位受試

者施測的第一道試題都將會相同，使得該試題過度的曝光。為了避免試題在測驗

的初期過度曝光，McBride & Martin (1983 ) 提出一種隨機選題的方法，其策略

是依初始能力值( 0̂θ )選取訊息量最高的五題試題中，隨機抽取一題當作受試者的

第一道試題，當受試者作答完後，依據答題的反應重新估計受試者的能力( 1̂θ )，
接著再根據( 1̂θ )選取訊息量最高的四題試題，從中隨機抽取一題當作受試者的第

二道試題，依據此原則選取控制前五題的曝光率。但是從Chang & Ansley (2003) 
研究結果顯示，此方法效果有限，不是一個有效的曝光率控制方法，因此較少人

使用。 
（二）The Sympson and Hetter Procedure (S & H) 

Sympson & Hetter在1985年提出，能有效的控制試題曝光率，所以成為最常

被使用的控制方法（Leung, Chang, & Hua, 2002）。利用條件機率來控制試題的曝

光率，此方法定義了三種機率： 
)(SP ：試題被選取的機率。 
)(AP ：試題被施測的機率。 

P ( A│ S )：在試題被選取的條件下，其被施測的機率。 
為了讓試題的曝光率能小於預設的 maxγ ，三種機率的關係如下： 

)(AP = )(SP × P ( A│ S )≦ maxγ  
P ( A│ S )的目的是為了調整 )(SP ，使 )(AP 能小於等於 maxγ 。舉例來說，若

)(SP 大於 maxγ ，則 P ( A│ S )的值應該小於或等於
)(

max

SP
r

方能使 )(AP 控制在 maxγ

之下。反之，若 )(SP 小於 maxγ ，則無須調整 )(AP ，故 P ( A│ S )的值可設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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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 A│ S )便可以將 )(AP 控制在 maxγ 之下，所以P ( A│ S )又被稱為曝光參

數（exposure parameter），以PK 表示，是透過模擬疊代的方式產生。 
以下就S & H的曝光控制程序做簡略說明： 

步驟一：將每一個試題的初始PK 值都設定為1.0，題庫大小( N )、測驗長度 ( L )。 
步驟二：假設試題的選取是根據MFI，且受試者人數為M 。如欲對第m 個受試   

者施測第 j 題試題時，依據受試者能力估計值( 1-
ˆ

jθ )，使用MFI選取擁有

最大訊息量的試題 i，當試題 i被選到時，從一個服從均勻分配U (0，1)
亂數中隨機抽取一個 iχ ，比較 iχ 和 iPK 。假如 iχ 小於或等於 iPK ，則

施測試題 i ，否則試題 i 就不施測，再從題庫中選擇下一個擁有最大訊

息量的試題，重複上述做法，直到選到試題為止，試題只要被選取，不

管有沒有施測都要從題庫中剔除。 
步驟三：根據受試者作完第 j 題試題的結果，運用能力估計的方法產生 jθ̂ 之能力

值，重複步驟二的方式，並且重新估計新的能力值，直到受試者施測完

成L道試題，達到測驗終止的條件。 
步驟四：重複步驟二至步驟三，直到施測完M 個受試者，計算每題試題被選取

的比率 )(SP 和被施測的比率 )(AP ，根據 )(SP 重新定義每題試題的

)(AP 如下： 

    若 )(SP ＞ maxγ ，則PK =
)(

max

SP
r

 

    若 )(SP ＜ maxγ ，則PK =1.0 
步驟五：根據新的PK 值，重複步驟二至步驟四，直到PK 穩定，且 )(AP 的最大

值接近 maxγ 。 
此法雖然能妥善控制試題的曝光率，但其缺點是試題曝光率實際上可能只是

被控制在觀察到的能力分配之範圍，也會產生試題重複（item overlap）的情形

（Chang, 1998），另外其曝光率參數是透過繁複費時的模擬疊代運算，不僅耗時

且一旦模擬曝光參數情境與實際施測情境有出入時，則必須重新疊代模擬曝光參

數。此外S & H法雖然能解決試題過度曝光的問題，卻無法提高題庫的使用率，

題庫中仍然有許多試題未能被充分使用（Chang & Ying, 1999；Hau & Chang, 
2001）。 
（三）Stocking & Lewis Conditional Procedure (S & L-C) 

此法與前述S & H法都需要事先的模擬疊代曝光參數，其差異點在於S & H
法只有一組曝光參數；而S & L-C是針對某一特定能力水準下進行曝光參數的模

擬疊代，也就是如欲對第m個受試者施測第j道試題時，依據受試者的能力估計值

1-
ˆ

jθ ，使用此能力水準的曝光參數，當模擬疊代完成後，可以得到各能力水準下

的曝光參數。換言之，每一個試題的曝光參數會隨著能力水準的不同而改變。 
Chang (1998) 指出，S & L-C雖然可控制各種能力水準下的試題曝光率外，

也可以透過不同能力水準設定不同的 maxγ 來控管曝光次數，可以說在維護測驗安

全方面的表現優於其他試題曝光控制的方法，可惜在某些能力點上的估計值準確

性較差，尤其在能力水準範圍的兩端部分。另外S & L-C雖然可控制各種能力水

準下的試題曝光率，但是其曝光率參數也是透過繁複費時的模擬疊代運算，由於

S & L-C需模擬各種不同能力水準的曝光參數，甚至比S & H法更耗時。由此可

見，此方法也並非是一個有效的曝光率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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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ptimal Item Difficulty（OID）法 
傳統測驗選題的方式傾向於選取高鑑別力(a)的試題，造成高a值的試題過度

被使用，而低a值的試題幾乎都沒有被使用，為了平衡題庫的使用率，並避免高a
值的試題過度曝光，Lord (1980) 建議試題的選取可以依據OID，而非依據試題

的訊息量。 
OID為試題的最佳難易度（以下用 OIDb 表示），定義為會產生最大訊息量的能

力水準，若根據3PLM模式，則試題的最大訊息量F與 OIDb 可透過下面的公式得到

（Lord, 1980）。  

[ ]3/22
2

2

)81(8201
)1(8

)( ccc
c

DaF ++−−
−

=              （10） 

)
2

811log(1 c
Da

bbOID
++

+=                 （11） 

a為鑑別參數、b為難度參數、c猜測參數、D為一常數1.7。 
由於OID是依據受試者的能力值估計( θ̂ )選取 OIDb 與 θ̂ 最接近的試題來施

測，所以當題庫中 OIDb 的範圍值與受試者能力範圍值相似時，題庫中的試題就可

以充分使用。根據Cheng & Liou (2003) 的研究結果，OID的題庫使用率甚至可達

百分之百。雖然如此，OID的精確性卻比較低，原因就在於其所選的並非試題庫

中擁有最大訊息量試題。使用OID法，題庫中的試題曝光情形仍然嚴重，故此方

法仍不是一個有效的曝光率控制方法。 
（五）a分層法（A_STR） 

Chang & Ying (1999) 在其研究中提出以鑑別度將題庫分層，用來降低高鑑

別度的試題曝光率，並增加低鑑別度的試題曝光。作法是在測驗開始的階段，由

於能力估計仍不精確，此時若使用高a值的試題，對於能力估計的精確性助益不

大，反而會使高a值的試題過度曝光。在測驗後期，能力估計趨於精確，此時使

用高a值的試題，就能幫助提升能力估計的精確性。A_STR的詳細實施步驟如下： 
步驟一：先假設題庫中的試題數量為N，測驗的長度為L，題庫分成K個階層。 
步驟二：將試題分入此K層，根據a值由小到大排序，第一層包含最小的a值，第

K層包含最大的a值。 
步驟三：由第K層中選出 kn 題與能力估計值最接近難度的題目，並實施測驗

( L......21 =+++ knnn )。 
步驟四：把測驗分成K階段，K由1,2,.....,K，重複步驟三。 

研究結果顯示，A_STR在測驗初始階段，使用鑑別度較小的題目，當測驗題

數增加時，鑑別度也逐步增加，相較於傳統的S & H而言，能提高低a值試題的使

用率，同時仍能維持良好的能力估計精確性（Chang & Ying, 1999；Hau & Chang,  
2001）。雖然如此，A_STR卻無法有效控管試題的曝光率，其題庫中的最大曝光

率仍大於預設的 maxr （Chang, Qian, & Ying, 2001；Leung, Change, & Hua, 2002）。
此外，a、b參數間的相關也使得A_STR的成效大打折扣。舉例來說，當a、b參數

間成正相關時，a值越高的那層，b值也越高，對於能力水準較低的考生而言，這

樣的題目對他的能力估計並無助益。（Chang & Ying, 1999） 
（六）a_Stratified with b Blocking（BA_STR） 

一般來說，a、b參數大多呈現正相關，以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數
學測驗為例，a、b參數間的相關達0.44。為了降低A_STR各層間b參數的差異，

Chang, Qian, & Ying (2001) 提出a_stratified with b blocking（BA_STR），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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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層中b參數的分配維持一致。BA_STR的實施程序如下： 
步驟一：先假設題庫中的試題數為N，測驗長度為L，題庫分成K層。 
步驟二：把試題依b值由小到大分成T個區塊，每個區塊包含K題試題，因此T=N/K

（若N無法被K整除則做適當的調整）。第一區塊包含b值最低的試題，

第T的區塊包含b值最高的試題。 
步驟三：把每個區塊中的試題依a值大小分成K層，每一層包含一題試題，因此，

對t個區塊而言（ T..,1,2,3,....t = ）。第一層的a值為最低，第K層之a值為

最高，此分層程序和A_STR相同。 
步驟四：將每個區塊的第K層合併為一層， K,1,2,......k = 。 
步驟五：對應K層，把測驗分成K階段，每個階段的施測題數應為L/K題試題。 

Chang, Qian, & Ying (2001) 的研究結果顯示，當a、b參數無關時，BA_STR
與A_STR的施測結果差異不大，當a、b參數呈現正相關時，BA_STR的能力估計

與曝光率控管皆比A_STR要好，雖然如此，但BA_STR仍無法確保題庫中的最大

曝光率小於預設的 maxr 。 
 
三、鄰近法與a-鄰近法的相關研究 
（一）NN鄰近法（Nearest-Neighbors Criterion） 

為了提高上述OID法的精確性，Cheng & Liou (2003) 建議使用NN鄰近法來

選取試題。此法是結合OID與MFI，可以改善OID法精確性太低的問題，同時兼

顧題庫的使用率。其實施步驟如下： 
步驟一：計算每題在三參數對數模式時試題訊息最大值發生點偏移難度（公式

11），與其最大試題訊息（公式10）。 
步驟二：設定非遞增整數 )(kn ， L,1,2,......k = （L為施測題數）。 
步驟三：初始化能力值估計 )(ˆ kθ 。 
步驟四：找新試題 )(kn 題，其試題偏移難度最接近 )(ˆ kθ 。 
步驟五：選擇試題 )(kn 題中，有最大試題訊息的試題作為下一施測題目，重新估

計能力值 1)(ˆ +kθ ，回到步驟三，直到測驗終止條件成立。 
當施測題數越多，能力值估計變動越小，估計能力值越接近真實能力值，為

了降低其誤差，在鄰近能力估計值之間選擇最大訊息的題目，表示施測題目越

多，則估計越精準，故 )(kn 可設為 1,......,1-LL, 。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NN鄰近法雖然可以改善OID能力值估計精確性較低的

問題，其題庫中的最大曝光率仍然大於預定可接受的最大曝光率（ maxr ），故此

方法仍不是一個有效的曝光率控制方法。（Cheng & Liou, 2003） 
（二）a-鄰近法 

依據錢永財、劉家惠、郭伯臣（2005）的研究結果，建議改變鄰近法成新的

a-鄰近選題法，以解決鄰近法中出現的曝光率控制效果不佳的問題，實施步驟如

下： 
步驟一：為單點式最大訊息法。 
步驟二：改由控制a值，使早期能力值未準確時選用a值較低試題。試圖找出在有

效控制試題曝光率時能力估計誤差損失較小的選題方法。 
其三參數對數模式中，設定範圍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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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模擬題庫參數範圍 
題庫 a值範圍 b值範圍 c值範圍 

自訂範圍 .2至2 -3至3 0 
 
題庫大小設定為300題，選題法為單點式最大訊息法（mi），鄰近法（nn），

a-鄰近法（a-nn）。從研究顯示，a-鄰近法（a-nn）比鄰近法（nn）、單點式最大訊

息法（mi）在最大試題曝光率的控制上較佳，而且a-鄰近法（nn）在試題曝光均

勻度接近鄰近法且能力估計誤差比鄰近法低。依上述本研究便採用a-鄰近法做為

選題策略，其詳細實施程序如下： 
步驟一：將題庫依b值分層分三層，測驗前期，三題從三層中隨機各選一題使受

試者在測驗前期施測難易度相差較大試題。 
步驟二：估計初始化能力值估計值θ̂。 
步驟三：將θ̂代入題庫試題如（公式10），選擇題庫中（測驗長度-已測驗題數）

訊息函數較大者。 
步驟四：從步驟三所選出的試題中，挑選其中題目參數a值最小的一題進行施測。 
步驟五：重新估計能力值為θ̂，回到步驟三，直到測驗題數結束。 
 

参、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地域性的問題，以台中縣學校的學童為研究樣本，施測對象預計

抽取太平市太平國小、大里市立新國小三年級學童，共 234 位。 
 

二、研究步驟與工具 
利用王淑卿（2005）所提出的國小三年級數學科能力指標題庫系統進行電腦

適性測驗，藉以比較透過 a-鄰近選題法是否達到減少試題曝光的目的。 
研究工具可分成下列三方面陳述： 

（一）編製試題 
採用台中健康暨管理學院九十四年以三年級數學領域能力指標為基礎的電

腦適性測驗題庫系統中具備三參數的題庫資料，及研究者自行開發之 a 鄰近選題

策略之適性測驗系統（王淑卿，2005）。 
（二）系統建置 

硬體設備採用 HP Intel Pentiun4 1.7 GHz/800MHz 1.2GBRAM HD 80GB，               
Intel Pro10/100Mbps 網路卡。作業系統為 Microsoft Server 2003 中文版。資料庫

以 Microsoft SQL 2000 做為後端資料庫，用來存放題庫、受試者基本資料及各試

題反應模式。網站伺服器採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6.0（IIS6.0）
的網站服務。程式製作是用 VB.NET 工具開發 Microsoft ASP.NET 程式，並搭配

網頁製作程式作編修。Web Server 會根據使用者的反應啟動對應的程式，執行指

令存取資料庫，再將結果透過 HTML 格式傳送給 Client 端的瀏覽器。 
（三）測驗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測驗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包含兩個子系統與四個模組： 
1. 系統管理模組：管理整個系統的使用者以及維護系統。 
2. 題目管理模組：可以瀏覽、新增、刪除並修改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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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驗管理模組：由系統管理者指派任課教師擔任測驗者，並進行測驗條件的

建立及進行測驗管理。 
4. 學生模組：參與線上測驗評量、答題結果查詢以及個人資料的修改。 

 
 
 
 
 
 
 
 
 
 
 
 
 
 
 
 
 
 
 
 
 
 
 
 
 
 
 
 
 
 
 
 
 
 
 
 
 
 
 
 
 

 
 

圖一 測驗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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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腦適性測驗實施步驟： 
本研究之電腦適性測驗系統採用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其實施步驟如圖二

所示。 

 
圖二 a-鄰近法選題的流程 

 
三、電腦適性測驗實施之評估指標 
（一）電腦適性測驗之實施：設定測驗模式 

本研究以 IRT 試題反應理論為解釋能力指標達成情形的基礎，因此，為了驗

證本研究的實驗有效性，在測驗的同時，雖然受試者已經達到能力值估計的標

準，仍然讓受試者完成剩下測驗題目的部份，以便模擬紙本的測驗，達到與紙本

一樣的測驗評量時間以方便評估。 
1. 適性測驗的終止條件： 
  （1）施測總題數達 20 題。 
  （2）前後估計標準誤的遞減值 0.25< （孫光天，1998）。 

學生初始能力值=0 

設定 
題庫大小為(N) 
測驗長度為(L) 
已測驗題數為(M) 測驗開始

選擇初始題目 

B參數 
最小層

B參數
中間層

B參數
最大層

能力估計 

測驗結束 

受試者作答 

是否達終止條件?   
  或 L-M=0? 

NO 

挑選L-M題訊息量 
最大的題目 
挑選其中a值最小者 
施測

M+1 

依據題庫中題目B參數

大小分為三層，並由各

層中亂數各出一題：

M=3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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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性測驗的終止條件： 
  （1）施測總題數達 20 題。 
  （2）前後估計標準誤的遞減值 0.025< （古松民，2001）。 
3. 適性測驗的終止條件： 
  （1）施測總題數達 30 題。 
  （2）前後估計標準誤的遞減值 0.0075< （鄧景麟，2005）。 
4. 本研究基於考量曝光率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兼顧受試者做答時間的控制與實驗

的嚴謹性測驗的終止條件設為： 
  （1）施測總題數 25 題。 
  （2）連續答對或答錯 9 題（因能力估計值無法收歛，而無法估計其能力值）。 
（二）電腦適性測驗之實施：評估指標： 
1. 最大試題曝光率：由試題的最大曝光率指標，可知試題曝光率是否有良好的

控制。 
2. 曝光率大於.2 與大於.3 的題數：由曝光率大於.2 與大於.3 的題數，可知試題

曝光率是否嚴重曝光。 
3. 未使用的題數：由此指標可知題庫中有多少題試題從來沒有被使用過，可用

來評估題庫的使用率。 
4. 題目曝光率均勻度：由卡方指標可以評估試題曝光率的分配和理想均等分配

差異的情形，卡方值越大代表差異越大；反之，卡方值越小代表曝光率分配

越接近理想的均等分配。其檢定統計量定義如下（Chang & Ying, 1999）： 

∑
=

−=
n

i
i ererer

1

22 /)(χ                     （12） 

其中將試題曝光率定義為測驗長度中每題使用的相對次數（Chang & Ying,  
1999；Sympson & Hetter, 1985） 

ier =(第 i 題被使用的次數)/N                  （13） 
N 為受試者人數，若試題曝光參數為 0.2，則表示 100 名受試者中有 20 名受

試者測驗過此試題。假設 L 為固定測驗長度則平均曝光率為 
er L/n＝                           （14） 

所以
2χ 值小，則題目曝光率為均勻分配，表示題目被充分的使用，故題庫使

用有效率。 
5. 能力值估計誤差評估：利用真實能力值 θ̂ 與估計能力值 θ̂ 的均方根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評估電腦適性測驗系統對受試者能力估計的精確

度。 

RMSE = ∑
=

−
N

j
jjN 1

1 2
21 )ˆˆ( θθ                   （15） 

1
ˆ

jθ ：受試者 j 的模擬真實能力值 

2
ˆ

jθ ：受試者 j 的估計能力值 
N  ：受測總人數 

6. 試題與時間的節省：由測驗試題與時間的節省，可以看出本研究之測驗系統

是否符合電腦適性測驗能夠節省試題並縮短學生受測時間的要求，提供多餘

的時間給授課教師作學生學習成果評估，以及實施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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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試及修正 
本研究的電腦適性測驗系統以台中縣太平國小三年級的一個班級，共31位學

生為系統預試樣本，每人固定作答題目為25題，預試結果用以提供研究人員進行

電腦適性測驗系統修正的參考。主要目的為驗證電腦適性測驗系統是否能達成下

列目標： 
（一）題庫中題目出現次數及曝光率實際的降低。 
（二）兼顧適性測驗降低施測題數，並達成標準誤差容忍範圍內的能力值估計。 
 

肆、研究結果 

一、系統預試 
（一）曝光率控制的有效性 

將適性測驗、固定長度測驗中每一道試題的曝光次數製作成圖三，其中縱軸

為曝光次數，橫軸依據試題曝光次數由小到大排列，可以看出曝光情形的比較：

適性測驗比固定長度測驗在試題曝光控制上有較佳的效果。 
預試試題曝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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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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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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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測驗

固定測驗長度

 
圖三 預試班級試題曝光情形 

 
另外從試題曝光率來分析，其定義為測驗長度中每題使用的相對次數（Chang 

& Ying, 1999；Sympson & Hetter, 1985）公式如下： 
ier =(第i題被使用的次數)/N 

N為受試者人數，假設100名受試者中有20名測驗過此試題。則表示該試題

之曝光率為0.2。 
表3則是由上述公式計算出試題曝光率，統計各曝光率間距出現的題目數，

可以明顯看出固定長度測驗之試題過度曝光的情形比適性測驗有顯著嚴重的情

形。 
表3 系統預試曝光率分析表 

參加測驗學生：31 人 
固定長度測驗 適性測驗 

未使用的題數 27 題 未使用的題數 31 題 
小於.2 的題數 49 題 小於.2 的題數 58 題 
.2～.3 的題數 14 題 .2～.3 的題數 18 題 
.3～.4 的題數 10 題 .3～.4 的題數 5 題 
.4～.5 的題數 10 題 .4～.5 的題數 6 題 
.5～.6 的題數 10 題 .5～.6 的題數 6 題 
大於.6 的題數 5 題 大於.6 的題數 4 題 
最大試題曝光率 0.7097 最大試題曝光率 0.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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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止條件下能力值估計之精確性 
本研究之測驗終止條件除了連續答對、答錯九題及作答完成25題以外，也依

據估計標準誤的遞減情形來設定終止條件，如果估計標準誤的遞減值 0.025< ，

即達到測驗終止的條件。 
表4為P28受試者的答題能力值估算表，P28受試者在固定長度測驗模式中作

答完25題時所得的能力值估計 -0.88ˆ =θ ，從中發現受試者在完成第20題的作答

後，其估計標準誤的遞減值為0.01372051，達到符合遞減值 0.025< 的終止條件，

所得的估計能力值為 -0.84ˆ =θ ，答題順序21至25的答題情形互有對錯，但是兩者

的能力值估計誤差不大。 
 

 表4 P28受試者答題能力值估算表 
答題

順序 
答題

題目 
答題

結果 
能力值 

θ̂  
答對率

)ˆ(θΡ  
估計標準誤

)ˆ(θSE  
估計標準誤

遞減值 
正確

答案 
學生

答案

1 116 正確 3 0.66 12.849283 0 1 1 
2 030 正確 3 0.79 11.6807429 0 1 1 
3 036 錯誤 -0.2 0.85 7.58933768 0 4 2 
4 126 錯誤 -0.96 0.48 2.98016852 4.60916916 2 1 
5 117 正確 -0.6 0.68 1.90910102 1.07106750 4 4 
6 020 錯誤 -1.08 0.49 1.52687364 0.38222738 3 2 
7 058 錯誤 -1.52 0.59 1.27535675 0.25151689 1 3 
8 122 正確 -1.32 0.79 1.09475852 0.18059823 3 3 
9 032 正確 -1.16 0.79 0.98184301 0.11291551 3 3 
10 022 正確 -1.04 0.81 0.90405159 0.07779142 1 1 
11 089 正確 -0.8 0.48 0.83799505 0.06605654 2 2 
12 062 正確 -0.68 0.7 0.78296229 0.05503276 2 2 
13 050 錯誤 -1.04 0.72 0.74364318 0.03931911 4 1 
14 059 正確 -0.8 0.37 0.69753337 0.04610981 1 1 
15 055 錯誤 -0.96 0.46 0.66802589 0.02950748 2 1 
16 111 正確 -0.84 0.7 0.63250961 0.03551628 4 4 
17 025 錯誤 -1.16 0.76 0.59923509 0.03327452 3 2 
18 102 正確 -1 0.59 0.56165791 0.03757718 2 2 
19 115 正確 -0.88 0.56 0.53229954 0.02935837 4 4 
20 064 正確 -0.84 0.83 0.51857903 0.01372051 2 2 
21 048 正確 -0.8 0.82 0.50432077 0.01425826 3 3 
22 049 正確 -0.76 0.7 0.48375899 0.02056178 2 2 
23 056 錯誤 -0.92 0.57 0.45904249 0.02471650 3 1 
24 061 正確 -0.92 0.87 0.44875325 0.01028924 2 2 
25 031 正確 -0.88 0.82 0.43633586 0.01241739 4 4 

 
（三）預試班級之能力值估計 

依據固定長度測驗能力值θ̂與適性測驗估計能力值θ̂的均方根差，評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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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測驗系統對受試者能力估計的精確度，由表5能力值看出均方根差為0.3871。 
由於受試者事先知道此次測驗並無列入學期成績中，所以在測驗進行時的作

答心態並不嚴謹；另外，三年級受試者在網際網路與網頁介面操作上較不熟悉，

故在正式施測時應給予受試者適時的提醒，同時，也朝向改進系統操作介面更生

動，集中受試者的專注力。 
 
表5 預試班級評估分析表 

測驗方式 固定測驗長度 適性測驗 
測驗人數 31人 31人 
平均答題數 25題 19.25題 

平均節省試題百分比 23% 
平均答題時間 11.35分鐘 8.74分鐘 

平均節省時間百分比 22.9% 
平均能力值 -0.9329 -0.8490 

適性測驗與模擬課堂紙

本考試能力值均方根差 0.3871 

 

（四）適性測驗系統之成效分析 
在能力指標達成程度上，透過後端系統的程式運算，將受試者的答題過程和

測驗試題所對應的能力指標值作逐一顯示，方便快速分析比對，使得教師和受試

者能夠迅速掌握學習情形，節省傳統紙筆測驗閱卷評分的時間，其顯示畫面如下

圖四。 
 

 
圖四 受試學生查詢測驗結果畫面 

 
二、正式施測及結果 
（一）試題曝光率的控制 

將適性測驗、固定長度測驗中每一道試題的曝光次數製作成圖五，其中縱軸

為曝光次數，橫軸依據試題曝光次數由小到大排列，可以看出曝光情形的比較： 
1. 本研究開發之系統比固定長度測驗在試題曝光控制上有較佳的效果。 
2. 隨著受試者人數的增加，本研究所開發之系統，其曝光率控制效果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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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曝光比較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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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正式施測試題曝光情形 

 
另外從試題曝光率來分析，如表6所示，比較以本研究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

的適性測驗系統與固定長度測驗可以發現到： 
1. 本研究之試題曝光率 .2> 的試題數為33題，比固定長度測驗的53題的曝光情

形減少約38%。 
2. 本研究之試題曝光率 .3> 的試題數為21題，比固定長度測驗的36題的曝光情

形減少約41%。 
3. 本研究之試題曝光率大於0.5的試題數只有4題，而固定長度測驗的曝光率大

於0.5的試題數卻有13題之多，也表示有較多的題目其曝光情形嚴重。 
4. 從題目曝光率均勻度比較上，本研究之曝光率均勻度為16.73912要比固定測

驗長度的22.541更佳。 
5. 本研究之最大試題曝光率為0.628205，也明顯比固定測驗長度的0.735043得到

更好的控制。 
 
表6 正式施測曝光率分析表 

 
（二）能力值估計之正確性： 

根據預試結果表4來看，系統預試之受試者作答過程發現由系統的選題機制

總題數：126題  參加測驗學生：234人 
固定長度測驗曝光率 題數 比率 適性測驗曝光率 題數 比率 

未使用的題數 2 1.59% 未使用的題數 2 1.59% 
小於.2的題數 71 56.34% 小於.2的題數 91 72.22% 
.2～.3的題數 17 13.49% .2～.3的題數 12 9.52% 
.3～.4的題數 13 10.32% .3～.4的題數 8 6.35% 
.4～.5的題數 10 7.94% .4～.5的題數 9 7.14% 
.5～.6的題數 10 7.94% .5～.6的題數 3 2.38% 
大於.6的題數 3 2.38% 大於.6的題數 1 0.79% 

最大試題曝光率 0.735043 最大試題曝光率 0.628205 
題目曝光率均勻度

（卡方值） 22.541 
題目曝光率均勻

度（卡方值） 16.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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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下，估計標準誤有遞減的情形，而且能漸漸遞減至0.025預估的範圍內，可

見本研究之選題策略正確。 
再從表7中觀察全部受試者能力值，其中適性測驗平均能力值為-0.3814，固

定長度測驗平均能力值為-0.3944。 
 

表7 全部受試者能力值分析表 

受測學校 各班平均固定長度 
測驗能力值 

各班平均適性測驗 
能力值 

各班能力值 
均方根差值 

立新一 -0.869 -0.899 0.3014 
立新二 -0.799 -0.779 0.3195 
立新三 -0.479 -0.411 0.3133 
太平一 -0.154 -0.046 0.2915 
太平二 -0.188 -0.200 0.3171 
太平三 -0.129 -0.158 0.3075 
太平四 0.245 0.164 0.3051 
太平五 -0.783 -0.723 0.3144 

 
固定長度測驗 
能力值總平均 

適性測驗能力值 
總平均 

能力值均方根差 
值總平均 

 -0.3944 -0.3814 0.3087 
 
隨著預試後的修正，其能力值均方根差值為RMSE=0.3087要比預試時收斂許

多，此數據雖然要比鄧景麟（2005）電腦適性測驗系統所得的平均能力值均方根

差值RMSE=0.2881要高，但是比較陳俊宏（2004）所分析得到之均方根差RMSE
約在0.3至0.4之間，以及陳建榮（2001）所分析得到之均方根差RMSE大多在0.4
以上算是優異，本研究也符合陳淑英（2004）在研究中顯示在曝光率的控管下能

力值低於0的受試者其能力值愈低RMSE也愈大的情形。 
另外Chang (1998) 、李信宏、陳建榮（2002）在其研究中提到應用試題曝光

率控制的同時也會增加受試者能力估計值的誤差，是因選題受到曝光率控制的侷

限，無法選到最佳的試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由上述分析，可見本研究之以a-鄰近選題法為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系統是一

個兼顧曝光率控制與能力值精確估計的電腦適性測驗系統。 
（三）測驗時間的節省： 

由表8中發現本研究之測驗系統除了曝光率得到較佳的控制及準確的能力值

估計外，也具有電腦適性測驗的優點－節省測驗題數、節省測驗實施時間。以每

位受試者作答25題來看，平均節省作答試題數百分比為28.5%，平均每位受試者

約節省6至7題題目，相對的也節省了作答的時間，對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方

面都有極大的收益。 
 
 
 
 
 
 
 



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化適性測驗系統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六輯 

52 

    表8   全部受試者施測分析表 
測驗方式 固定測驗長度 適性測驗 
測驗人數 234人 234人 
平均答題數 25題 18.12題 

平均節省試題數百分比 28.5% 
平均答題時間 12.6分鐘 9.13分鐘 

平均節省時間百分比 27.5% 
 

伍、結論 

一、 從分析研究結果得知，本研究所發展的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

測驗系統具備穩定性及有效性，適合做為線上施測評量。其施測結果可快速

且方便的讓教師瞭解學童在學習成就上的缺失。 
二、 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系統，在全部曝光率評估指標中表

現都優於固定測驗長度，驗證確實可達成試題曝光控制及保護題庫的目的。 
三、 本研究之電腦適性測驗系統，同時具備記錄受試者評量歷程的功能，提供教

師瞭解該受試者的學習結果。其作答紀錄除了系統能力值估計資料外，也作

為提供教師在測驗結束後用來獲知受試者在學習上的迷思概念，與進行單一

能力指標的晤談與了解之重要依據。 
 

陸、未來研究方向 

一、 雖然在研究中已發現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能準確估計出

學生的測驗能力值，並達成有效的曝光率控制。但本系統有其測量的先天限

制，此乃因以王淑卿（2005）經由大量實際施測的數據所得之題庫與參數為

基礎。故若將此題庫之題數由 126 題增加至 500 題甚至是 1000 題，或結合

其他領域發展成為地區性或全國性的題庫試題來作為系統的後盾，再將實際

施測的結果資料做分析比較，相信更能提高本系統之施測的可靠性與正確

率。 
二、 本研究在電腦適性測驗的過程中，終止條件為固定長度法和估計標準誤遞減

值估計法，可使用其他終止條件，加以研究。 
三、 本研究為以 a-鄰近法為選題策略之電腦適性測驗的實際研究，可擴大使用

其他多種曝光率控制的方法，集合眾家理論之優點，做適切的組合，再加以

研究比較這些曝光率控制方法，在實際受試者施測的情境下，其題目曝光率

與估計誤差的影響。 
四、 未來的研究方向可著重在能力值估計與試題曝光率控制的重點之下，可以與

符合國小三年級數學科能力指標之有效的補救教學系統相結合，採用前、後

測對照的方式，比較受試者在經由電腦適性補救教學系統後，其前、後測之

間試題的曝光情形與估計的能力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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